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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two-year case study of the supervision practices of a foreign language PhD supervisor, this research 

explored individual supervisory experience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The study showed that his supervision practices ranged 

from classroom teaching, one-on-one supervision, supervisor-student community learning, training of academic writing skills, 

supervisor-student co-researching to offering guidance in terms of socializing students into academia. Conflicts and difficulties 

over the supervisory process, mainly found in academic training and student management, were discussed. The study also delved 

into the possible impact that supervision beliefs and contextual factors may have upon supervision practices. The mismatch 

between supervision beliefs and practices will arouse dissatisfaction and press the supervisor to self-reflect or make changes. The 

complexity of contextual factor exerts a direct influence on a supervisor’s practice, which reminds that the variation of 

supervisees, the diversity of academic tasks and the expectations from different stake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one conducts 

his supervision practic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supervision practices of PhD supervisors in Arts and Humanities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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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研究历时两年，通过个案跟踪观察，深入探究了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详尽描述了博士生导师的

真实体验，从微观角度呈现了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的实然状态。研究表明，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含括课堂教学、个

别指导、师生共同体研讨、学术写作训练、师生共研以及引导学生融入学术圈等诸多活动。本研究还探讨了影响博士

生导师指导实践的两个主要因素：指导信念及指导情境。研究表明：指导信念与指导实践的不匹配会引发博士生导师

的内心冲突，促使导师反思或改变；指导情境的复杂程度(对象的差异化、任务的多样性以及师生预期的差异等)对指

导实践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必须在指导实践中予以高度关注。本研究对人文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工作以及未来该领

域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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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其发达程度

是衡量高校学科建设水平、国家人才培养质量、社会发展

潜力与前景的重要指标。不少研究指出，博士研究生教育

成功与否，博士生导师的指导起到关键作用[1-4]。然而，

博士生教育是导师与学生之间个人化的教学行为，其具体

实践不易为外人所知，犹如“秘密的花园”，属于“私人空

间”[1-2]。近年来，有关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问题、有关师

生龃龉的报道时有发生，因此，对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

进行探讨，展示指导的实然状态具有一定价值。 

2．．．．博士生导师指导博士生导师指导博士生导师指导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实践实践实践的研究概况的研究概况的研究概况的研究概况 

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是博士生导师围绕指导目标、切

实履行指导职责而开展的学术活动以及其他相关社会性

活动。已有相关文献主要采用以下研究路径：1）通过调

查问卷或访谈，描述导师在指导实践中承担的具体任务以

及扮演的角色[3-5]；2）从师生关系角度对指导实践进行

探讨，指出师生关系是影响指导实践的重要因素[3，5，

6]，认为导师对师生关系的处理就是在职业（培养学生独

立进行学术创造的能力）与个人（对学生学业负有连带责

任）两端循环往复、不断选择的过程[5，7]；3）从指导的

外部环境对博士生指导进行探讨。认为环境包括教育政策、

机构条例、专业发展要求、行政命令等；认为教育政策的

相关要求（例如缩短学制、规定完成率等）对博士生导师

的指导实践产生了压力，威胁创新思想并存在促使导师过

度指导的隐患[3，10]；4）通过探讨导师指导风格的特点

对指导实践予以剖析。如Gatfield(2005)通过与12名资深导

师的深度访谈，划分出“契约式”“田园式”“放手不管型”“命

令型”四种指导风格[4]; 张淑林等（2010）以优博论文获

得者的导师为研究对象，总结优秀博导所具备的素质和能

力[11]；耿有权等（2012）通过对培养3位及以上全国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的32位导师群体为样本，分析了其素

质优势及指导特征[12]；5）通过对具体环节例如建立学习

共同体、会见频次来探讨指导实践。例如Pyhältö et al.(2015)

认为学习共同体的指导模式能够促进博士学位完成率，而

指导频次与学生的满意度与博士学业完成率呈正相关[13]；

6）还有从导师发展的角度对指导实践进行探索的。例如

Halse（2011）通过分析访谈数据之后指出：指导实践促

进导师成长，导师指导的过程也是一个塑造导师身份、成

为导师的过程[14]。 

总体而言，有关博士生指导实践的实证研究较少，对

指导实践进行理论化的尝试相对缺乏，已有研究多从社会

文化理论角度、管理学理论角度以及认知心理学理论予以

探索，具有一定意义，但也存在不足：例如关注导师角色

作用的视角容易忽略导师指导实践的动态特征；关注外部

环境的研究多采用宏观角度或局外人视角，忽略了博士生

导师作为行为主体对指导实践的认知与理解，忽略了导师

在具体指导情境中的实然感受，这都为本研究留下了探索

空间。 

 

3．．．．研究设计研究设计研究设计研究设计 

本研究提出两个研究问题：1）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

的指导实践是怎样的？2）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

践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 

围绕问题，本研究采取微观角度，采用参与式观察策

略，深入一名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进行自下

而上的探究。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策略，选取了一名外语

学科博士生导师钟教授作为研究对象：钟教授生于上世纪

50年代，在国内从事多年中学、大学英语教学工作，并于

境外著名H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钟教授目前就职于M大（M

大是一所外语类211重点大学）并于2012年9月正式招收博

士生。截至2016年6月，共招收13名博士生（不含同力），

其中3名博士生顺利毕业。选取钟教授作为研究对象有以

下原因：从研究对象的可接近性来看，钟教授是研究者熟

悉的导师，并支持本研究的开展；其次，如果将博士生入

校和博士生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视为指导实践的开始与

结束，那么本研究开展期间，正是钟教授完成一轮指导实

践的中后期，作为指导“新手”不断成长，指导经验从无到

有，指导实践显示出清晰的变化轨迹，为研究者提供了丰

富素材。 

本研究历时2年零3个月，共5个学期（2014年3月至

2016年6月）。为避免单一方法的局限性，本研究数据收

集采用多种方法（Yin,2013），数据来源包括：访谈（半

结构式访谈）、田野观察（包括研讨会观察、课堂观察、

论文答辩会观察、学术聚会观察等）、书面往来（包括Email、

QQ信息、微信聊天记录等）、研究者手记、文档（包括

研究者对学生的论文修改、指示、研究对象自我反思、发

表文献等）以及其他政策性文件。在数据分析上，本研究

采取内容分析法，扎根于访谈转写资料、录音转写资料、

研究对象反思日志、田野观察笔记等资料，对博士生导师

的实践活动进行归纳。在数据分析中，围绕研究问题，本

研究尤其关注对博士生导师的心理、行为和态度产生冲击

的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实践变化。通过对这些重要事件与

变化的编码、分类、比较及总结，得出相应结论。 

4．．．．研究结果研究结果研究结果研究结果 

4.1．．．．外语学科外语学科外语学科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内容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内容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内容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内容 

本研究发现，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旨在引

领学生的学术研究、使其学术能力实现升华，其具体内容

包括：课堂教学、个别指导、师生共同体研讨、学术写作

训练、师生共研以及引导学生融入学术圈。如图1所示： 

1）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中，钟教授对学生的写作技巧及研究

能力极为关注。基于这种认识，他为博士生开设《学术论

文写作》专业课程，通过直接教学，让学生深入学习学术

写作规范、掌握学术写作的基本技巧，为学位论文的写作

打下基础。 

2）个别指导。个别指导是博士生导师针对博士生个

体进行的辅导，是博士教育与其它阶段教学形式的区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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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本研究数据表明，个别指导是钟教授指导实践的核

心内容，包括面对面指导以及书面反馈：面对面指导主要

用于解决博士生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例如当面指导

论文写作、讨论学术问题，或者是当学生情绪低落时，进

行鼓励和激励；书面反馈则表现在钟教授经常通过Email

或微信，对博士生的论文写作或其他学术问题进行详细指

导或解答。 

 

图图图图1 指导实践内容示意图。 

3）师生共同体研讨。师生共同体研讨是博士生导师

与博士生组成相对稳定的学习团队并进行的有目的、有计

划的学习。本研究中，因为“冲突”（详见下文），钟教授

组织了学术研究共同体（以下称为“V共同体”），每周定

期举行学术研讨会，参与者包括在读博士生、往届博士生、

访问学者、获邀加入的青年教师、其他专家学者等，其主

要内容包括学术论文写作经验的交流（例如研究方法选取、

数据分析软件的学习和分享等）、学位论文写作的进度汇

报、学术汇报演讲实训、同行专家经验传授等，通过提供

集体智慧与个人经验互动的平台，起到相互学习、相互促

进的作用。 

4）学术写作训练。本研究发现，除了直接教学，钟

教授在平日指导中还布置各种写作任务，有意对博士生进

行学术写作实训，要求学生养成笔耕不辍、持之以恒的习

惯。学术写作实训内容包括：撰写V共同体研讨会Memo

（由新生承担，英语撰写并供所有与会人员评阅，旨在提

高英语表达的准确性）、提交读书汇报（建立阅读文档库，

实现资源共享）、小论文修改与发表（要求学生反复修改，

养成严谨的习惯）以及科研项目计划书的撰写（采取手把

手方式示范如何撰写项目计划书）。 

5）师生共研。师生共研是指博士生导师通过让学生

参与自己的教学、研究工作，增强他们的学术意识并促进

他们的学术能力发展。本研究发现，钟教授提供的机会包

括吸纳学生参与自己的科研项目，协助整理、编辑文稿；

邀请学生协助自己为本科生授课；提携学生参加学术访问

和讲座；给学生划定选题范围，合作发表论文等。 

6）引导学生融入学术圈。积极引导博士生进入学术

圈是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的一部分。本研究发现，钟教授

在指导实践中积极引荐学术资源，鼓励学生参加国际研讨

会、举办博士沙龙、参与学术讲座以及向其他研究团队学

习等；运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博士生引荐海内、外学者，

增强学生的研究热情；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术会议以拓宽

眼界、丰富学术体验，结识更多学术圈人士；鼓励学生参

与M大其他研究团队的学习，让学生突破自身学科的局限，

与更多资源建立联系。 

4.2．．．．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的冲突与矛盾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的冲突与矛盾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的冲突与矛盾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的冲突与矛盾 

本研究表明，博士生指导实践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博士生导师在学术训练以及学生管理的过程中面临着冲

突与矛盾，需要不断根据情境调节自己的期待与行为。 

1）学术训练中的矛盾。如前所述，钟教授认为学术

论文写作具有严格规范，尤其在论文选题、研究方法以及

呈现方面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要求。基于此，钟教授通过设

置《学术论文写作》课程直接强调相关写作知识，并结合

课堂教学布置各项学术写作任务巩固学生的学术写作能

力。但是本研究发现，学生对这一知识的内化并未达到钟

教授的期望。例如在选题方面，有的学生选题过于理想化，

没有考虑入场的难度，也没有考虑选题的现实意义，对导

师的建议采取消极的态度；还有的在研究方法选择上，缺

乏严密论证，尤其是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研究方法中的漏洞，

刻意回避。尽管钟教授在各种场合下多次提醒学生注意这

些问题，但是收效甚微，钟教授在访谈中多次表露失望情

绪。 

2）学生管理过程中的矛盾。本研究发现，钟教授希

望学生主动学习、定期汇报并积极进行自我管理，但结果

不尽如人意：有的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从不主动联系钟

教授，研究进度停滞不前，让钟教授十分头疼；有的学生

心理承受能力差，容易陷入悲观情绪，无法顺利完成学业；

有的学生又过于自信，对钟教授的合理建议反应消极；有

的学生有追求完美的倾向，没有足够积累不愿动笔，论文

写作进度非常缓慢。本研究期间，曾经发生过“答辩事件”：

某博士生读博之前具有丰富的期刊发表及省部级项目经

验，出于信任，钟教授放手让其进行写作，结果在论文答

辩会上，因对某些数据无法自圆其说而受到很大质疑以至

于推迟毕业。这件事情给钟教授带来很大冲击，促使他对

学生的管理由宽松转为控制。“答辩事件”之后，钟教授开

始组织V共同体研讨活动，并使之常规化和制度化。 

4.3．．．．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的影响因素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的影响因素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的影响因素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影响博士生导师指导实践的因素包括内

因与外因，其中内因主要是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信念，外因

主要是指导情境。 

1）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信念。指导信念是博士生导师

对指导这一活动的个人理解与认知。本研究数据表明，钟

教授的指导信念与他的个人学习经历尤其是读博经历密

切相关，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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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1 钟教授个人学习经历及指导信念。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重要事件及人物重要事件及人物重要事件及人物重要事件及人物 指导信念指导信念指导信念指导信念 维度维度维度维度 

1976 
钟教授作为知青响应国家号召下乡，遇到刘老先生，获得英

语启蒙，对知识产生憧憬与热爱 

博士生应热爱知识、具备学习热情、主动积

极 
关于学生 

1979 
通过高考进入大专院校，获得良师杨老师的指点，开始正规

的英语学习，并打下坚实的基础 

导师对学生在学业及人生指引上有着极大的

促进作用，好的老师具有强烈的责任心 
关于老师 

1981 

进入重点中学，成为中学教师，开启英语教师职业生涯，并

在随后的中学执教生涯中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例如交际

法、任务法等 

有关外语教学的研究可以采用西方先进理

论，但更应扎根本土、关注教学现实、关注

教师信念、态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实践 

关于外语教学研究 

1991 

进入高等教育A学院任教，由此进入高等教育系统，成为高

等教育工作者，期间抓住进修机会，在良师许教授与林教授

的指点下，开始尝试学术写作与发表 

教学相长，指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应积极

反思，进行经验总结，对指导的认识需要不

断调整与深入 

关于自身发展 

关于学术研究 

2000- 

2004 

前往境外H大攻读博士学位，获得两位导师Edward教授与

Sally教授的指点：钟教授定期汇报研究成果，积极与导师沟

通；两位导师在学术上积极引导，尤其对钟教授进行研究方

法的强化训练，并在钟教授写作遇到瓶颈时为他疏导情绪；

师生关系友好密切。 

博士生导师是重要的学术引路人，对学生学

术能力的提高与学位论文的完成负有责任；

学生应该主动积极进行学习，及时与导师沟

通，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各项学术任务以及学

位论文 

关于师生各自责

任、师生关系 

 

由上表不难看出，钟教授的人生经历丰富而又曲折：

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起落中，他经历了文革、上山

下乡、恢复高考、外语教育事业兴起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以上人生经历尤其是H大的读博经历，使钟教授对学生、

教师、外语教育、自我发展、师生关系等方面都形成了自

己的理解，并对他的指导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 

2）指导环境。环境是影响指导实践的重要因素，环境

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学校环境与情境因素。本研究发现，情

境因素对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影响最强、学校环境次之、

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最弱：社会文化环境例如国家政策、招生

就业前景等对钟教授的指导信念与实践产生的影响并不显

著；学校环境包括学校的研究生培养准则、学校的招生政策、

其他同事的指导实践等，对钟教授有一定的约束或启发作用，

与此同时，即便学校有一系列博士生导师工作的指导性条例，

钟教授对此并非全部接受，他的指导实践主要在自己的认知

框架内开展，带有较强的个人意志性与灵活性。本研究显示，

钟教授的指导实践在与复杂的情境因素互动中不断经历着

变化，而情境因素的复杂主要源于对象的差异、学术任务的

结构特征以及双方指导预期的差别等。 

5．．．．讨论与启发讨论与启发讨论与启发讨论与启发 

本研究试图回答两个研究问题：1）外语学科博士生

导师的指导实践是怎样的？2）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

导实践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通过以上数据分析，不难看

出：指导实践是包含传统教学以及一系列基于情境的任务

的综合活动，是一个围绕培养目标、促进学生学术能力提

高的动态过程；它受到博士生导师个人指导信念与指导环

境的影响。 

5.1．．．．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 

1）指导实践的形式和特征。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

指导实践具有传统“教与学”特征，例如包含基于理论学习

的课堂教学、包含考核及反馈环节。但其也有明显差异，

即指导实践基于师生共同体，博士生采取的是合法的边缘

性参与的学习方式。已有研究表明，建立学习共同体是博

士生指导的有效实践之一，能提高博士学位的完成率[13]，

但是这些研究更多关注理工科或医学专业，而且没有深入

探讨共同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本研究表明，导师与博士

生基于共同的目标与活动，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实践

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由导师和各个年级的博士生组成：导

师以及具有较多研究知识的高年级博士生处于中心位置；

而低年级博士生在最初阶段则处于这一系统的边缘。为保

证处于边缘地位的博士生进行有效参与，可为其分配简单

的学术任务；伴随低年级博士生经验的积累，通过提升任

务的难度，可不断引导低年级博士生向系统中心靠近[15]。

在这种学习模式下，导师并非权威的单一来源，因为共同

体中较为成熟的学长可为低年级博士生提供咨询与帮助，

技能欠缺的博士生也可通过观察学长的研究行为来进行

学术操练与学习。由此可见，博士生指导是一个促进过程，

是一个为博士生创造有利学习环境的过程。导师与博士生

形成一个形式松散但却具有粘着性特征的共同体，双方可

在这一系统中自洽发展，导师在这一共同体中实现指导，

而学生也在这一共同体中得以成长。 

2）指导实践的过程。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

践并非一帆风顺，存在冲突与矛盾；博士生指导实践对导

师本人来说，既是情境化教学，也是情境化学习的过程。

导师通过指导学生获得有关指导的知识并“成为一名导

师”[14]。不难看出，博士生导师内心冲突主要源自指导信

念与外部环境及实践结果之间的差异引起的。本研究中，

钟教授面临的指导困惑源于原有指导信念与实践之间的

冲突与矛盾。钟教授曾经认为指导博士生只需将自己在H

大读博的经验移植过来即可，从指导学生的形式到学术写

作能力的培养到师生关系的处理，他都有意参照自己的导

师Edward教授与Sally教授的方法，进行简单复制。然而在

实践中，中西教育背景不同、学生背景的复杂性、师生关

系的复杂、情境因素的变化等让他面临冲突与挣扎。“答

辩”事件的发生，对他原本持有的有关导师角色的信念产

生了巨大冲击。原有信念与实践不匹配是他产生困惑与质

疑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指导实践的曲折还在于博士阶

段的师生关系具有特殊性：师生突破简单的二元师生制，

互为责任双方，而且双方的力量不总是平衡的：随着指导

进程的推进，博士生学术能力的增强，力量在师生之间发

生变化，导师对其影响逐渐减弱。导师与博士生双方还存

在一种“契约”关系，博士生应该在导师的指导下于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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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但是，这种契约的执

行更多源自双方的责任意识——学生完成论文是导师的

责任，还是学生的责任，双方认知的偏差会造成错误的期

待[13]，这种个人情感与职业要求之间的冲突成为博士生

导师指导实践中必须面对的现实。 

5.2．．．．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的影响因素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的影响因素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的影响因素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的影响因素 

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实践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博士生

导师面临的情境是复杂的，主要源于指导对象的差异、学

术任务的多样化特征以及指导预期的师生差异。 

指导对象的差异表现在随着指导级次的增多，博士生

人数增多，学生情况变得复杂：工作背景不尽相同，有的

已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的身居行政要职，还有的只是普

通的新任教师；读博动机也不尽相同，有的单纯热爱学术、

有的为了晋升职称添加分量、还有的读博是为了增加跳槽

的砝码；努力程度也不一样，有的积极奋发，有的比较懒

散；个人资质也有差异，有的精神焕发、天资聪颖，有的

身体状况一般，基础较为薄弱；博士生的学习风格也有差

异，有的喜欢自我琢磨、独自探究，有的喜欢集体探讨、

激辩同门。由于指导需要投入导师的个人注意，而导师精

力有限，因此采取结构化管理方式，组织团队学习，实行

统一管理是一种稍显无奈但有助于达成任务目标的方式；

因此，应加强对生源的筛选，延长对申请人的考察时间，

以减少未来指导对象的不确定性。 

学术任务的多样性是指导情境的另一特征。学术任务

包括小论文写作、读书汇报与交流、课堂口头陈述、研讨

会主题发言、课程作业写作、学位论文写作等。学术训练

是导师指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训练的过程中，学生

执行任务的层次与结构化程度具有差异。对于简单的学术

任务，因评判标准明确、学习过程清晰，可采用结构化的

指导方式；对于较为复杂的任务，则可通过共同参与讨论、

亲自示范、支架式辅导，给博士生予以反馈。导师需要清

晰规划指导实践，通过设置“里程碑”，根据学生学习任务

的层次及难易程度决定自己时间和精力的分配。 

最后，指导情境中的双方预期也会影响指导实践。指

导预期主要指师生双方对指导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式

所持有的预期。虽然导师与博士生的现实目标都是完成学

位论文，但双方对彼此的预期不总是一致的：例如选题方

面，导师或许希望减少风险，将博士生的选题框定在自己

的研究领域，而博士生则希望自己进行探索；写作过程中，

导师或许希望学生主动与自己沟通、定期汇报研究进展，

而学生则希望获得充分空间，有了成果再进行汇报。预期

不一致，会使双方产生失望的情绪，影响双方的情绪体验，

甚至留下不美好的回忆[5]。本研究中，指导预期不一致对

最终指导结果的影响虽然不绝对，但是它会增加指导的复

杂性、影响双方的体验，造成指导过程中关系紧张，促使

导师改变指导风格。 

6．．．．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由上不难看出，指导实践中没有一个可以放之四海皆

准的模式，面对复杂情境中的各项变动因素，导师需要随

时予以灵活的处理，正如研究者将指导比喻为“行走在摇

晃的桥梁”[7]，指导实践不仅受到博士生导师个人指导信

念的影响，而且需要依据情境因素进行灵活地调适。当导

师的指导信念与实践出现冲突时，导师需要积极反思，因

为经验本身并不导致变化，只有对经验的反思才能促进博

士生导师的学习。导师应对自身的指导信念保持觉知，并

积极进行概念化梳理，这有助于导师明确自身的指导风格；

与此同时，博士生导师应该对情境因素保持敏感，根据指

导对象的差异、学术任务的结构以及双方的期待采取合适

的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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